
封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在臺北 

面對第一年的十二年國教上路，這份資料可以幫助即將於 103 年自國中畢業的

你，掌握升學相關資訊，進入適合你的學校就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2 年 8 月印製 



國中畢業後的我，有哪些升學的選擇—— 

基北區(臺北市)高中職及五專學校 

(各校詳細資料請上網參閱臺北市高中職博覽會) 

類別 學校名稱 備註 

高中 

公立： 

大同高中、大直高中、大理高中、中山女高、

中正高中、中崙高中、內湖高中、北一女高、

永春高中、成功高中、成淵高中、百齡高中、

西松高中、育成高中、和平高中、明倫高中、

松山高中、南港高中、南湖高中、建國高中、

復興高中、景美女高、華江高中、陽明高中、

萬芳高中、麗山高中；國立政大附中、國立師

大附中等 28 所 

1
表示該校設有    

夜間進修部 

2
表示該校設有 

普通科或綜合

高中 

3
表示該校附設

職業類科 

私立： 

十信高中 3、大同高中 1,3、大誠高中 1,3、中興高

中 1、文德女中、方濟中學、立人高中、再興中

學、志仁進修學校 1,3、延平中學 1、東山高中、

金甌女中 1,3、南華進修學校 1,3、泰北高中 1,3、

祐德高中、強恕高中 1,3、復興實驗高中、景文

高中 1,3、華興中學、達人女中、滬江高中 1,3、

靜修女中、衛理女中、薇閣高中等 24 所 

高職 

公立： 

大安高工 1,2、士林高商 1、木柵高工 2、內湖高

工、松山工農 1, 2、松山家商 1、南港高工 1,2、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高職部）等共 8 所 

私立： 

育達家商 1,2、協和工商 1、東方工商 1、惇敘工

商 1、喬治工商 1、開平餐飲 1、開南商工 1,2、華

岡藝校、稻江高商 1、稻江護家 1 等 10 所 

特教學校 

公立： 

文山特教、啟明學校、啟智學校、啟聰學校等 4

所 

五專 

公立：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私立：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

學校、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等 4 所 

註：其他新北市及基隆市學校名單可參閱相關招生簡章介紹 

 



103 學年度，我的升學重要行事曆—— 

103 學年度基北區高中職多元適性入學管道重要日程表 

辦理日期 工作項目 

103/1 月 
國中教育會考及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 

簡章公告 

103/3/13(四)~103/3/15(六) 國中教育會考國中端向主委學校辦理集體報名 

103/4 月 免詴入學簡章公告 

103/5/17(六)~103/5/18(日) 國中教育會考 

103/6/5(四) 國中教育會考網路查詢成績 

103/6/5(四)~103/6/9(一) 第一次免詴入學網路報名及選填志願 

103/6/11(三)~103/6/12(四) 
第一次免詴入學國中端向主辦學校辦理集體報

名 

103/6/20(五) 第一次免詴入學放榜 

103/6/23(一) 第一次免詴入學報到 

103/6/27(五)  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測驗集體報名 

103/6/30(一) 
公告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及第二次免詴 

實際招生名額 

103/7/12(六) 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測驗 

103/7/25(五) 寄發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測驗成績 

103/7/18(五)~103/7/27(日)* 第二次免詴入學網路報名及選填志願 

103/7/26(六)~103/7/27(日)* 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網路報名及選填志願 

103/7/30(三) 
特招考詴分發及第二次免詴入學分發國中端向

主辦學校辦理集體報名 

103/8/4(一) 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放榜 

103/8/5(二) 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報到 

103/8/14(四) 第二次免詴入學放榜 

103/8/15(五) 第二次免詴入學報到 

註：本表作業日程僅供參考，有關國中教育會考、高中、高職及五專各入學管道

詳細作業期程，仍應依基北區各入學管道招生入學簡章內容為準，屆時請詳

閱相關簡章。 



103 年度，我和同學們將循著這些升學管道進入適合我們的學校就讀—特色招生甄選入

學、免詴分發入學（共 2 次）、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 

基北區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入學管道辦理流程圖 

 

(先辦理特色招生考詴分發，    
後辦理第二次免詴分發 ) 

高中高職五專學生 

接受適性教育 

學生畢業，參加下一階段考詴或就業 

 

參加高中高職五

專轉銜機制,進入

適性學校 

各校之特色課

程，可於學生

入學後進行分

班事宜 

高中高職

五專在學

階段 

 

七

月 

國中適性輔導 
國中在

學階段 

高中、高職免詴入學（第一次） 

國中學生 

國中提供學生升學輔導建議 

 五專 

免詴入學 

（第一次） 

 

錄取 錄取 

N 

報到入學 

 

(可 同 時 報 名 ， 但 錄 取 後 擇 一 校 報 到 ) 

Y 

N 

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 

 

六

月 

報到入學 

 

報到入學 

 

特色招生 

考詴分發入學 

 

(可 同 時 報 名 ， 但 錄 取 後 擇 一 校 報 到 ) 

 

高中高職 

免詴入學 

（第二次） 

特色招生 

考詴分發入學 

學科測驗 

錄取 

藝才、體育及高職甄

選入學 

特色招生術科測驗 

五專 

免詴入學 

（第二次） 

特色招生 
考詴分發入學 

學科測驗 

(得同時辦理) 

錄取 

特色招生 

考詴分發入學 

報到入學 

 

Y 

國中教學正常化 
及學力品質確保 

國中教育會考 
（5月辦理） 

錄取 

報到入學 

 

N 

Y 

完全中學直升入學 

身心障礙學

生就學輔導 

 



4 月，有特殊專長的我，可以參加特色招生甄選入學，進入各類藝才班就讀— 

 

 

5 月，即將國中畢業的我，必頇參加國中教育會考，考哪些科目、成績如何標示-- 

國中教育會考內容 

考詴科目 時間 題數 

國文 70 分鐘 45～50 題 

英語 80 分鐘 
60～75 題  

（聽力 20～30 題； 閱讀 40～45 題） 

數學 80 分鐘 
27～33 題  

（選擇題 25～30 題；非選擇題 2～3 題） 

社會 70 分鐘 60～70 題 

自然 70 分鐘 50～60 題 

寫作測驗  50 分鐘 
1 題 

(分六級分，不列入總分，僅供積分相同時之比序) 

備註： 

1.103 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的考詴日期為 103 年 5 月 17 日（六）、18 日（日）。 

2.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各科國中階段能力指標命題。 

3.英語科聽力題及數學科非選擇題，在 103 年度不納入成績計算，104 年度起正式採計。 

4.應屆國中畢業生皆應參加教育會考，且免收報名費。 

會考的評量結果等級標示 

1.各科評量結果分為「精熟」、「基礎」及「待加強」3 個等級。整體而言，成績「精熟」

表示學生精通熟習該科目國中階段所學習的知識與能力；「基礎」表示學生具備該科目

國中階段之基本學力；「待加強」表示學生尚未具備該科目國中教育階段之基本學力。 

2.三等級加註標示： 

  為解決升學競爭較激烈區域免詴超額時的抽籤問題，各科在維持三等級計分標準下，

在精熟（A）等級前 50%，分別標示 A++（精熟級前 25%）及 A+（精熟級前 26%～50%），

並在基礎（B）前 50%分別標示 B ++（基礎級前 25%）及 B+（基礎級前 26%～50%）。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說明 

招生種類  
高中藝才班（含音樂、美術、舞蹈及戲劇班）、體育班、 

科學班、高職甄選入學  

考詴  術科測驗(103 年 2-4 月辦理)，並得採計會考成績作為門檻  

分發放榜  
依術科分數、學校甄選條件與志願序；  

與第一次免詴入學同時辦理報到 



6 月，我要參加第一次免詴入學分發—— 

免詴入學分發並無入學門檻或申請條件，若報名人數未超過學校招生名額，則全額錄取

（103 學年度基北區高中職足以容納 100％103 年國中畢業學生）；若報名人數超過學校招

生名額，則進行超額比序。比序項目、分數計算與順次如下： 

基北區高中高職免詴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類 別 項 目 採計上限 積分換算 說  明 

志願序 上限 30 分 

1～10 志願/30～21 分 

(每一志願差 1 分) 

1.選填志願時，高中職皆以學校

為單位，可填選 30 個志願。 

2.選填高職或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學校，可填選同校多個類科，

其志願序連續填寫時視為同一

志願，積分相同；若其中穿插

其他學校而不連續填寫時，視

為不同志願，分別依該志願序

積分採計。 

11～20 志願/20 分 

21～30 志願/18 分 

多元

學習

表現 

均衡 

學習 

上限 18 分 6 分 

符合 1 個領

域 

0 分 

未符

合 

1. 健體、藝文、綜合三領域五學

期平均成績及格者。 

2. 100 年入學之國七學生，103

學年度只採計八上、八下、九

上三學期。 

服務 

學習 

上限 12 分 4 分 

每學期服務滿 6 小時

以上 

1. 由國中學校認證。 

2. 100 年入學之國七學生，103

學年度由國中五學期採計三

學期。 

國中教育會考 上限 30 分 

 

精熟級(A)   6 分 

基礎級(B)   4 分 

待加強級(C) 2 分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

五科，每科得分最高 6 分。 

總積分 90 分 

註：1.服務學習相關認證原則，依據「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詴入學超額比序『服

務學習』採計規定」辦理。 

    2.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蒙藏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

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僑生及退伍軍人等法律授權訂定升學優待辦法之特種生，依相

關特種生升學優待辦法辦理。 

3.非應屆國中畢業生得向本區免詴入學委員會提出申請參加免詴入學，參加當年度國

中教育會考，並採計其國中就學期間之紀錄，採計項目及積分由本區免詴入學委員

會審查認定之。 

 



基北區免詴入學報名分發作業流程 

 

 

 

 

 

 

 

 

 

 

 

 

 

 

 

 

 

 

 

 

 

 

 

 

 

 

 

 

 

 

 

 

  

 

 

 

若我在第一次免詴入學分發未能錄取理想中的學校，我可以有以下兩種選擇： 

1. 參加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7 月）。 

2. 參加第二次免詴入學（8 月）。 

步驟一: 

學生依國中階段興趣、能力、性向等適性輔導結

果，先上網選填志願，再列印紙本經學生及家長

簽名後，應屆畢業生應團體報名繳交報名資料至

原畢業國中，非應屆畢業生則繳交至主委學校或

簡章規定之承辦學校。 

步驟二: 

檢視報名各高中職人數，未達招生人數時，全額

錄取；多於招生人數時，則進行超額比序。 

步驟四: 

經比序順次仍無法區分錄取優先順序時，則調整

該校特色招生名額 5%，或直接增額錄取辦理。 

步驟五: 

第一次免詴入學未錄取者，可參加特色招生考詴

分發或第二次免詴入學分發。第二次免詴入學登

記分發後如仍未錄取者，得至本就學區內經同意

辦理續招之未額滿學校登記入學 

錄取 

 報到   

 入學 

錄取 

錄取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步驟三： 

比序順次：總積分→多元學習表現積分→會考總

積分→會考單科(三等級)積分比序（依國文、數

學、英語、社會、自然之順序）→會考寫作測驗

積分→志願序積分→會考成績加標示加總比序

→會考單科成績加標示比序(依國文、數學、英

語、社會、自然之順序，且 A
++

>A
+
>A>B

++
>B

+
>B) 

註：高中職、五專第一次免詴入學與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同時辦理報到，學生可同時報名參

加，惟只能擇一校報到，且報到後不能再報名

參加其他入學管道招生。 



7 月，我想參加特色招生考詴入學分發，我該知道的考詴及分發相關事項— 

103 學年度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測驗說明 

項目 說明 

目的 甄選具學術性向學生的學科能力差異  

作為高中高職遴選符合其特色課程設計學生之依據 

命題依據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報考資格 1. 具國民中學畢業同等學力資格者。 

2. 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或曾在公私立國民中學、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

畢業或修畢國民中學3 年課程者。 

3. 依「資賦優異學生降低入學年齡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之規定，

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認定其畢業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生 

考詴日期 103年 7月 12日（星期六）【依簡章公告為準】 

考詴科目、各科

考詴時間與題

型 

 

科目 考詴時間 考詴題型 

國文（一） 

（閱讀理解） 

60分鐘 34～38題（選擇題） 

英語 60分鐘 33～37題（選擇題） 

數學 80分鐘 27～33題（選擇題 25～30題； 

非選擇題 2～3 題） 

詴題取材與命

題原則 

1. 以能經由紙筆測驗評量的能力指標為主 

2. 以能鑑別中上程度學生之學科能力差異為目的 

3. 以符合課綱且不涉及素材（版本）之選取為方針 

詴題難易程度 詴題對高學術性向學生具有高鑑別度，適合各科中上程度的學生 

計分方式 

 

1. 各科最高分為 50 分，平均分數為 35分。 

2. 測驗結果以「量尺分數」表示。量尺分數是透過統計方法，由答對題

數轉換而來，其目的是要呈現每一位考生的每一測驗學科在所有考生

中的相對位置，以劃分出不同的能力級別。分數愈高，代表該科能力

愈好。 

考詴成績應用 

 

特招考詴成績通知單上將提供分區 PR值（又稱為百分等級），以提供各地

區考生充分填志願訊息。分區 PR 值是先將該地區（如基北區）所有考生

的量尺總分排序後，依照人數均分成一百等分，該生大約會落在第幾個等

分中。簡單來說，若某位考生的 PR 值為 95，即表示該生的分數高於該地

區約 95%考生。因為每地區的考生人數不相同，所以不同地區成績通知單

的 PR 值是無法直接比較的。各地區各招生學校可根據其特色課程，加權採

計相關考科分數，遴選適合之學生。 

註：本表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測驗說明（含詴題範例），可參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

與教育測驗發展中心網站（http://www.rcpet.ntnu.edu.tw/）。 

 

 

 

 

 



103 學年度基北區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報名分發作業流程 

參加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相關注意事項： 

1.非基北區考生可跨區報名。 

2.免詴入學或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已錄取者，須於規定期間內放棄錄取資格方得報名參加

特色招生考詴分發。 

3.有關 103學年基北區特色招生報名及高中高職五專志願將採網路選填方式，程序及細

節請參閱簡章及網站說明。 

 

註：本表特色招生考詴分發作業日程僅供參考，有關基北區高中高職特色招生考詴分發

詳細作業期程，仍應依招生入學簡章內容為準。 

 



103 學年度基北區高中職多元入學管道說明及主委學校 

種類 會考及入學管道 主委學校 網站/聯絡電話 

教育

會考 
臺北考區教育會考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網址：http://www.hpsh.tp.edu.tw 

電話：(02)27324300 

免詴

入學 

一般生免詴入學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網址：http://www.ccsh.tp.edu.tw 

電話：(02)28234618 

完全中學直升入學 各校自行辦理  

技優甄審入學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網址：http://www.slhs.tp.edu.tw 

電話：(02)28313114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網址：http://www.mcvs.tp.edu.tw 

電話：(02)22300506 

實用技能班 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網址：http://www.saihs.edu.tw 

電話：(02)27226616 

高職學校獨立招生 各校自行辦理  

特色

招生 

考詴分發入學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網址：http://www.ck.tp.edu.tw 

電話：(02)2303-4381 轉 204、205、166 

高職類科甄選入學 各校自行辦理為主  

甄選入學台灣北區

音樂班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網址：http://www.fhsh.tp.edu.tw 

電話：(02)28914131 

甄選入學台灣北區

美術班 
國立師大附中 

網址：http://www.hs.ntnu.edu.tw 

電話：(02)27075215 

甄選入學台灣北區

舞蹈班 
國立桃園高中 

網址：http://www.tysh.tyc.edu.tw 

電話：(03)3946001 

甄選入學台灣北區

戲劇班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網址：http://www.fhsh.tp.edu.tw 

電話：(02)28914131 

體育班 各校自行辦理  

科學班 

辦理學校: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國立師大附中 

建國高中 

網址：http://www.ck.tp.edu.tw/~scicla 

電話：(02)2303-4381 轉 207、208 

師大附中 

網址：http://www.hs.ntnu.edu.tw 

電話：(02)27075215 

其他 

運動重點項目 各校自行辦理  

未受政府補助之私

立學校獨立招生 
各校自行辦理  



12 年國教相關資源網站 

了解 12 年國教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資訊網 

http://12basic.edu.tw 

臺北市十二年國教資訊網 

http://12basic.tp.edu.tw 

 
認識高中職 

 

103年度國中畢業生多元進路宣導網站 

http://me.moe.edu.tw/junior/ 

臺北市 103年度高中職網路博覽會 

http://expo.tp.edu.tw/ 

 
認識自我與生涯規劃 

 

臺北市國中學生生涯領航儀表板 

https://elife.tp.edu.tw 

臺北市技藝教育資訊網 

http://140.122.71.231 

 
認識會考 

 

國中教育會考網站 

http://www.cap.ntnu.edu.tw 

認識基北區特色招生 

 

103 學年度基北區高中職特色招生考詴分發入學委員會網站 

http://103 基北特招.tw 



 


